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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绿研究院

主办方

创绿研究院是一个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环境公益机构。我们致力于全球视野下的分析和研究，促进利益相关者

的跨界对话与参与，推动气候与环境友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助力中国向着可持续的、公平的、富有气候韧

性的方向转型，降低全球生态足迹。作为南极与南大洋联盟和公海联盟的伙伴机构，我们的海洋工作一方面通过

科普活动增加公众对于海洋问题的关注与认识，另一方面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搭建跨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推动海

洋保护议题在极地、海洋和国际法专业人士之间的讨论。

创绿自 2012 年开始推动南大洋保护并开展公海治理研究工作，我们认为公海保护区的建设进程是公海制度建

立的重要部分，认为一个进取、务实、公平的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可以有效促进现有的行业和区域机制之间开展

协作，并且有助于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下扭转海洋生物多样性退化的趋势。

公海环境和资源的有效保护直接关系全人类的福祉，任何国家无法独自应对因过捕、污染以及气候变暖给海洋带

来的威胁。作为崛起中的海洋大国，中国如何负责任地参与乃至引领国际海洋治理新制度的撰写，是描绘海洋生态

文明画卷的重要一笔。基于对公海保护相关议题的长期关注与知识积累，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海洋法新一轮谈

判——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为中国参与相关国际海洋治理进程提供智力支持。

昆山杜克大学是美国杜克大学与中国武汉大学在江苏省昆山市合作创办的高校，旨在开创世界一流的研究型综

合性大学，为来自中国及全球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术项目。昆山杜克大学是非营利性中美合办高校，在 2013

年 9 月获得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并于 2014 年 8 月迎来了首批学生。

昆山杜克大学    环境政策硕士项目（iMEP）

昆山杜克大学的环境政策硕士项目（iMEP）是全球第一个结合了环境管理和公共政策核心内容的硕士生项目，其

核心课程囊括了经济、科学、法律和管理、政策和项目评估等领域。这个两年的项目能为学生配备足够的专业和实

用知识用以分析和制定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环境政策。



引言

近年来，海洋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以及各国参与环境治理的热点议题。

国际上，海洋保护不仅被列入了联合国 2030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内，海洋议题也被纳入到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讨论日程中。2017 年，联合国召开了首次海洋大会，旨在推动各国为扭转海洋衰

退的趋势做出自愿承诺。此外，联合国将启动针对公海生物多样性新条约的政府间谈判。与此同时，

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步伐也全面展开。海洋文化、海洋权益的话语延伸到国家的经济、政治、科学

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了迅速发展。

一个崛起中的海洋强国遇到全球海洋保护的浪潮，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相信，“生态文明”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会在这些化学反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些美好的理念发挥作用的

抓手，则是一条条具体的措施提案、技术支撑以及立法建议，需要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这其中，科

学家的角色至关重要， 一方面，科学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要直面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依据现有的最佳科学来制定政策。因此，海洋治理的全球制度和区域层面的实施措施，都需要科学

界参与其中。

本次研讨会旨在基于现有认知，促进分享与学习，推动中国海洋科学界对海洋全球治理问题投入更

多的关注，并为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技术支持。期待中国能够为全球海洋制

度的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报告人

Patrick N. Halpin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南极与海洋研究所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南极与南大洋联盟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海洋科学与保护部门教授、海洋地理空间生态学实验室主任。
研究领域包括海洋地理空间分析、海洋保护和管理等。

Graham Edgar

Edgar 教授在学术界和商界都发挥着领导作用，影响了全球的海洋政策和管理，同时也在生
态学研究方面形成了创新的方向。作为海洋保护区（MPA）研究的全球领导者，Edgar 教授领
导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尝试为海洋环境中的“关键生物多样性领域”制定客观标准，以便为
政府和行业决策者提供有关海洋保护区的循证建议。

于卫东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究员，近年来在推动我国海洋气候监测网建设、海洋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服务工作、海洋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我国气候预测
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Bob Zuur 

生物学家，摄影师和独立环境顾问。拥有海洋生物学学位，研究南极洲罗斯海麦克默多湾的
鱼类生长，同时拥有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有丰富的研究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经验。
曾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南极项目主任，多年作为观察员参加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谈判。



创绿研究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

陈冀俍

创绿研究院研究员，自 2007 年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相关工作，作为观察员参加了 2007-2011 年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自 2012 年起连续多年作为民间代表参加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的会议和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环境和国际政治类期刊和通讯上发表数篇论文和评论。目前的研究方

向是南极和公海生物资源的国际治理。

朱争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全球环境基金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环境专员 ,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长期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具有 10 多年海洋渔业谈判、海洋渔业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工作经验。

王亚民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副教授，从事海洋保护工作 20 余年，身兼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渔业

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分会理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鲨鱼专家组成员，

国际保护海龟学会委员，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主要科研方向为水生生物保护与管理、

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与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

*部分图片来源

 Graham Edgar : http://www.utas.edu.au/profiles/staff/imas/graham-edgar 
 于卫东：http://www.oceanol.com/keji/201708/15/c67488.html
 Bob Zuur : https://www.momentsoflight.nz/
 王亚民：https://mc.wh.sdu.edu.cn/info/1012/2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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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洋面临的挑战

Patrick N. Halpin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

气候变化背景下建立大型 MPAs 的五条建议
1.（保护区内）物种代表不足的，要为目前所代表的物种提供足够的保护；

2. 具体地考虑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

3. 对于受保护的物种，如果他们是呈多样化分布的，必须增加代表（在多个区域提供保护）；

全球大型海域生态保护的需求
确保这些区域有可衡量的保护目标，并得到有效执行来实现这些目标；

支持国际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工具来管理国家管辖之外的生物多样性和大型的海洋保护区；

促进国际数据的收集和分享，为大型海洋保护区（MPAs）的规划与管理提供数据；

开发有需求的工具监督大型与远洋海域。

建立大型 MPAs 的重要性
满足大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要求；

提供生态连通性；

海洋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保护更大面积的栖息地。

建立大型 MPAs 的好处
1. 应对大规模威胁；

2. 增强自然和文化资源以及社区的复原力；

3. 履行增加海洋保护面积的全球承诺；

4. 延续和保存文化遗产及传统；

5. 利用大型的、互相联系的区域保护自然多样性；

6. 支持大面积经济贡献；

7. 突出大面积区域提供给人类的独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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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并不是平均分布的，需要个体化地考虑；人类的影响也是不平衡的，不同的地

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同，需要不一样的工具。最挑战的是很多动物是长途迁徙的，海洋的管辖区

域也不是平均分布的，超过 60% 的海洋不受各国管辖权管辖。

全球视角下大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需求



保护区在全球海洋面积中占比（2018 年 1 月）

4. 在设保护区的过程中根据受到的威胁明确优先级；

5. 从机会性的解决方案到系统有序的解决方案。

全球建立 MPAs 的目标与现状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保护区被建立，但是在 2020 年之前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全球海洋面积

10% 的目标依旧难以完成。如今只有 3.6% 的海洋处于实质性的保护下，且仅 2% 的全球海洋区域

受到严格保护。很多人都对建立并且维护大型海洋保护区这一举措持有疑问，例如，怎样进行安置、

治理和管理？建设大型 MPAs 是否只是为了政治目标？社会 - 生态的价值与成本是多少？

下图是所有的 MPAs 分布情况，绿色区域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草绿色代表的是禁渔区，蓝色圈

定的范围是其他的 MPAs，灰色圈定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渔业管理区域，以及鲨鱼或海洋哺乳类的

避难所。

（来源：Sala 等，2018年）

https://academic.oup.com/bioscience/article/68/5/359/495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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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海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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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议

已经建立

已经实施

2.0%

0.6%
0.5%0.0%

2.0%

4.0%

6.0%

完全禁止使用、严格管理的海洋保护区

CBD 爱知目标：到 2020 年，10% 的滨海和海洋特别是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到 2020 年，所有的鱼、无脊椎资源与水生
植物被可持续管理和捕捞…



MPAs 相关的国际进程与工具
下图是正在进行的国际进程，很多在快速推进新的大型 MPAs 的建立。

下图是大于 10 万平方千米的大型 MPAs 分布图，图上显示出这些超大 MPAs 主要分布在各大洋，

33 个保护区占了 4.5% 的大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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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业机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海底管理局

 世界遗产地

区域渔业组织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生态或生物重要区域

政府间条约谈判
“国家管辖海域外

生物多样性”

特别敏感海域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
物种公约秘书处

区域海洋秘书处

海洋迁徙物种网络

海洋与海洋法司

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联合国环境署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

特别环境利益区

 联合国专项与基金

联合国 秘书处

常规程序：定期报告和评估海洋环境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常规程序



生态或生物重要区域（EBSAs) 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综合现有最佳的科学和技术信息支持专家

重要区域的识别进程。到目前为止有 13 个区域工作会议参与 EBSAs 的识别，全球现已设立 279

个 EBSAs，还有 319 个也获得批准和设定目标，其中 22.3% 部分或全部位于国家管辖外海域 

（ABNJ），10.3% 完全在 ABNJ 范围内。

大体可以将海洋 EBSAs 分四类

1. 比较单一的，静态的；2. 有集群的；3. 浮游的；4. 有动态特征的区域。

很多大型 MPAs 可以归入后三类。

不同特征的海域需采用不同的监测手段

在推进这个过程（识别 EBSAs）当中，我们必须要把不同的生态和生物领域进行细分和描述，这样

可以帮助精确解释边界、定义区域和监测，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监测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

具和技术。例如杜克大学的有工作在北太平洋区域的转型区 （North Pacific Transition Zone 

EBSA），通 过 研 究 洋 流 来 让 渔 业 活 动 远 离 海 龟 迁 徙 路 线；对 中 水 层 含 氧 量 的 3D 建 模；在

Clarion-Clipperton 区，探测深海海底的硫化物，识别可以收到特殊环境利益关照的区域——

APEI 和可能有采矿需求的区域。

识别海洋廊道

除了划定区域的研究，还有连接区域的海洋廊道，这些海洋当中相互连接的廊道区域有很多超过数

万公里的连接带，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迁徙种类，比如说海鸥、海龟。杜克大学与全球海洋生物

多 样 性 倡 议（Global Ocean Biodiversity Initiative, GOBI）的 一 个 项 目 是 海 洋 迁 徙 连 接

（Migratory Connectivity of the Oceans, MiCO）项目，它指的是把廊道进行很好的连接，迁徙的

生物从一个海域到另一个海域，中间连接的区域可以用来安置这些海洋生物，实现迁徙生物的互联

互通，包括重要鸟类区域（Important Bird Areas, IBAs）和重要海洋哺乳动物区域（Important 

Marine Mammal Areas, I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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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MPAs 中的数据需求
我们需要监测大型 MPAs，便于更好地治理公海和追踪非法渔业。例如，使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我们可以通过卫星跟踪渔业捕捞区域， 下图为凤凰岛保

护区建立前后的渔业活动对比。

国际数据的采集合作需要得到进一步促进
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BIS）是全球最大的海洋数

据库，许多杰出的人士向这个数据库提供数据，且数据使用前需要得到批准。此外，还有全球海洋观

察 系 统（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观 察 网 络 （Group on 

Earth Marine Observation Network）。国际数据的采集合作需要得到进一步促进，希望大家能分享

这些数据，共同开发出新的工具去更好地观察、监测大型海洋区域。 

除渔船信息外，我们仍然需要收集远洋 ABNJ 的数据、中层水的数据以及深海海底的数据。

缺乏科学的、完整的数据是海洋保护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开展保护是另一个非常重要而艰难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系统化的、战略性的规划，这样就能够找到什么地方的数据是需要优先采集的，

因为海洋太大了，我们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精准地做一些差距分析，通过统计学的模型找

到差距在哪里，要知道需要弥补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这样就可以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去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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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海洋保护区的设计原则
Graham Edgar

以澳大利亚为例，即便在全球渔业治理和管理最良好的水域当中，由于缺乏保护区的设立，当地的渔

业也遭受了重大的影响，野生鱼种的捕鱼量每年正呈下降的趋势。说明不论渔业是否得到有效管理，

设定禁捕区或大型海洋保护区同样是必要的，此举措不仅能够保护当地鱼类的繁衍生殖，也能保护当

地的海洋环境。

1.IUCN WCPA, 2018. Applying IUCN’s Global Conservation Standards to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Delivering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ction through 
MPAs, to secure ocean health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ersion 1.0. Gland, Switzerland.
https://www.iucn.org/sites/dev/files/content/documents/applying_mpa_global_standards_v120218_nk_v2.pdf）

海洋保护区（MPA）的定义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建立的，对其中部分

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

及文化属性”。在这一段全面的定义当中， “有效方式”一词非常重要，因其包含了两个维度，即“有

效保护”和“有效管理”。

保护以自然为优先考虑对象

目的与目标要体现保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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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执行的资源和能力“有效保护”
的特征

“有效管理”
的特征

合适的大小、地理位置和
设计来达到保护的效果

限定和各方认同的边界

管理计划，需能达到主要的保护
目的，并兼顾社会和经济需求

具有良好的结构和明确的自然保护目标

解决了海洋生物的威胁 具有足够的资源，包括员工能力

有相应的资金投入

有监测体系来跟踪保护区效果，并能
相应地调整管理措施

可以具有低生态影响的采掘活动

对低影响的渔业活动进行评估和高标准
严格管理，不允许任何工业捕鱼

不使用破坏性渔具

不允许任何破坏环境的工业活动

1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南极与海洋研究所



2.Edgar, G.J., Russ, G.R., Babcock, R.C., 2007.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Marine Ecology. eds S. Connell, B.M. Gillanders, pp.�533-5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uth Melbourne.
3.Edgar.G, et al, Global conservation outcomes depend o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ith five key features, Nature, 2014, Vol 506, p.216）

分类学影响：对于不同的物种，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与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时间影响：很多变化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以展现。

网络影响：值得考虑，如海洋保护区对多大的群落产生了影响，对于海洋本身的影响是什么。

栖息地影响：包括如何划定生物地理方面的边界。

管理影响：在引入海洋保护区之前，当地可能会有对海区划定的监管规则，管理者需考虑对于当地

已有渔业和渔民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从管理角度进行物种恢复等。

海洋保护区有效性评估结论

    世界上大多数 MPA 的保护价值很小，因为它们在生态上不能与捕捞区域区分开来。

    五个关键特征 - 全面禁捕，执行良好，保护时间超过 10 年，大于 100 平方公里，并且是孤立的生态

系统。随着关键特征的积累，MPA 的保护效益呈指数级增长。
    具有五个关键特征的 MPA 大鱼类 （> 25 厘米）数量比捕捞区多一倍，生物量是捕捞区的 9 倍，
鲨鱼比捕捞区域多 39 倍。
    MPA 为捕捞影响提供参考。与有效的海洋保护区相比，全世界采掘珊瑚礁的区域中鱼类生物量
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五个关键的 MPA 特征对珊瑚鱼群落的不同元素的影响各不相同。
    需要更加强调更好的 MPA 设计、持久管理和合规性，以确保 MPA 实现其全部保护价值。

设立 MPA 的利与弊

影响规划 MPA 的因素

结论：国际视角下的 MPA 设计原则

好处：

1) 保护当地海洋生物多样性；

2) 保护渔业长远发展；

3) 增加研究和提高管理；

4) 濒危物种数量回升；

5) 提供渔业保障机制。

代价：

1) 增加管理成本；

2) 迁移渔民活动区域；

3) 影响食物链；

4) 聚集使用者，如游客增加；

5) 对保护情况产生错误判断，如管理者因保护区的设立而放松警惕。

1）该区域具有广泛生物代表性，同时也需包括濒临灭绝的物种；

2）该区域具有高生物多样性；

3）该区域禁止捕鱼；

4）管理措施需强力执行；

5）管理措施需持续执行，规定不可朝令夕改；

6）该区域需统筹规划；

7）该区域与周围栖息地需隔绝，从而最大化发挥保护区给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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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于卫东

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Nature》曾发表过太平洋鱼类标记计划的成果，研

究表明海洋温度的变化一方面改变海洋食物链，另一方面改变洄游的路线。

以鲸类为例，因其在海洋食物链上是顶端的猎食者，所以对鲸类洄游的观察分析是研究生态系统变

化的一个简单、重要和直观的指标，亦是大型海洋保护区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

珊瑚礁白化主要受海洋温度变化的影响，如果海洋热浪时间超过一定长度，珊瑚礁便会彻底死亡。

中国近海海洋保护区也受到全球海洋变暖的影响，且中国近海是全球升温最高的海域之一。气候变

暖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和极地相互作用，比如受到复杂的东亚季风的影响，因此中国近海的海洋保护

和全球范围内的举措有一定的共性；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黄海和东海是临

近的海域，它们看上去非常相似，但主要特征却不同。黄海的典型海域能够在全年保持非常高溶解

氧的状态，即使在相比之下溶解度含量较低的夏天也非常高；但是东海典型的海区在每年夏季会出

现两个贫氧区。黄海和东海溶解氧特征完全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国近海的海洋保护区时，一方面要

参考全球海洋保护区共性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中国近海独特的、地域性的特征。

全球尺度下导致海洋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总结

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升高；

溶解氧的含量逐渐降低；

海洋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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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范围以及中国近海海域的研究，气候变化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影响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因为

中国近海的海洋保护区既有典型性，也有独特性，多学科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建立海洋保护区的科

学基础，故需要强化交叉学科以及集成性的研究。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
Bob Zuur

南大洋是环绕南极大陆的大洋，处于相对遥远、隔离的状态。南大洋比其它的大洋更少受到人类行

为的影响，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虽然这不代表高生物多样性，但是生物的数量十

分富足，包括企鹅、海鸟、海豹和其它的鱼类等，水面之下还有大量的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

由于气候变化，南大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海冰在减少，水温在升高，且酸化情况非常严重。

有预测显示，在 2100 年，超过 50% 的帝王企鹅会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如果水的酸度增强，磷虾作

为南大洋生态系统的核心，其孵卵率将来会降低到原来的 1/3。除此之外，海洋还面临着不可持续

的捕鱼、旅游业、航运业以及物种入侵等威胁。

南大洋面临的威胁

CCAMLR 属于南极条约体系的一部分，是主要通过渔业管理来管理南大洋海域的组织。上世纪 70

年代由于磷虾的捕获量一直在增加，引发南极条约协商国的担忧，随后建立 CCAMLR 委员会对渔

业进行管理，此后成员国数量逐渐增加，如今包括欧盟在内一共有 25 个成员国。CCAMLR 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南极的海洋生物，但是不管理鲸鱼和海豹的捕捞活动。允许捕捞的前提是符合保护原则。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

通过收集科学证据，科学家们从空间的角度对区域进行描述、建模和空间分布的预测，从而设计海

洋保护区提案。CCAMLR 的决策需全员赞成方可通过。由于成员国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对于保护

区的设立需要大量的谈判。

南极海洋保护区进展

南大洋中 10% 的区域已被划为 MPA，保护区中近一半的区域为禁渔区，这是显著的成就。但问题

是已划定的区域是否具有代表性。如今有更多区域的保护区提案被提出，如果都能建成，南极海洋

的保护区将更具有代表性。保护区的建设是长效机制，需长期有效且禁止捕鱼。如今罗斯海海洋保

护区的有效期是 35 年，隐患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如何保护海洋这一问题，各国立场和观点不同，有

些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有些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无论是哪个角度，使高层意识到海洋保护区的

利益所在非常重要。

海洋保护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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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与南大洋联盟



罗斯海域重要性极高，这片区域生产率高，

犬牙鱼捕捞量大，野生动物量丰富，许多研

究在此进行。建立保护区时需要考虑保护区

和渔业的关系，比如建立罗斯海保护区可以

将渔业捕捞区北移，避免在生物多样性丰富

的地方捕鱼，减少渔船受海冰的影响并减少

燃料消耗。所以建立罗斯海域益处较多。

左图中

已建立的南极保护区和保护区提案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

由英国提出，2009 年通过，是第一个建立在
公海上的海洋保护区。

右图中

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

由澳大利亚、法国和欧盟一同在 2011 年规

划，旨在保护总面积高达 160 万平方公里的

七个地方。如今地域数量由七个减少到三个，

但该举措尚未得到 CCAMLR 的批准。

左图中

东南极代表性海洋保护区体系提案

西南极半岛是 CCAMLR 海洋保护规划一区，

这片海域直接面对南大洋，生物学上意义重

大。该保护区提案由阿根廷和智利提出。此

处磷虾捕捞和野生动物觅食区域的重叠较大，

有些企鹅需游行较长距离才可以捕捞磷虾喂

养幼仔，在路途中常有鲸鱼、鲨鱼出现，对

企鹅造成巨大困扰。建立保护区需实现在企

鹅的保护、海豹的保护和磷虾的捕捞之间的

平衡。

右图中

南极半岛海洋保护区提案

南非、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在各自的专属

经 济 区 建 立 了 大 型 海 洋 保 护 区。这 些 在

CCAMLR 海域捕鱼的国家都在国家管辖海

域附近设立了保护区。

左图中

其他海洋保护区

这片海域基本上未受破坏，高生物多样性，

珊瑚礁是适应寒冷物种的避难所。一半的南

极海燕在这里繁殖，还是三分之一的帝企鹅、

6 种海豹和 12 种鲸鱼的栖息区域。

右图中

威德尔海保护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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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 公约的诞生源于南极条约协商国 1970 年代对于磷虾捕捞的关注。它

在 1982 年正式成立，中国 2007 年成为正式成员，2009-2010 年开始磷虾探捕工作。

中国在公海大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参与
陈冀俍

中国在 CCAMLR 框架下建立海洋保护区的观点分析

目的：保护生态系统的原貌，作为对照区域提供给科学研究，同时利用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

特点：1. 面积巨大（> 一百万平方公里）  ；

           2. 数据基础不均匀，有些地区数据缺口较大；

           3. 覆盖面与原有领土主张的扇面交叠。

依据：《公约》第九条第二款（f）项：确定捕捞季节和禁捕季节；（g）项：为科学研究或养护目的

确定捕捞和禁捕地区、区域或次区域，包括用于保护和科学研究的特别区域。

形式：对人类渔业活动的限制，长期禁止或者限制保护区内的商业捕捞，但是并不改变目前的捕捞

限额，从而让保护区内的生态系统不受或者尽可能少受人类活动干扰。

CCAMLR 海洋保护区

12

主要论点

“养护包括合理利用”CCAMLR

区域，相当于 IUCN第四类保护区

在数据缺乏区域（东南极）

设立保护区需要谨慎
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 不能过度使用预警原则

监测和研究计划需要具体可行
有针对性的、合理的
管理措施和评估机制

保护区的有效性需要有保障

不能仅仅成为纸面的规划

海洋保护区需要有明确的期限 地缘政治关切 保护区可能是提案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

保护是为了利用，CCAMLR 是领先世界

的渔业管理组织，很好地实现了保护与

利用的平衡，没有必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建设海洋保护区），渔业捕捞自由是《海洋

法公约》赋予的权利

维持好保护与

利用的平衡

核心立场 背后逻辑

创绿研究院



联合国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文书的谈判 “是现阶段国

际法和海洋领域最受关注、最为重要的立法进程，也是新时期对海洋新资源、海洋活动方式和海洋

空间管理的建章立制，攸关全球海洋权益的分配和海洋秩序的调整。”

必要性原则：海洋保护区是工具，而不是目标，建立海洋保护区应以确有必要为前提。

比例原则：保护措施须与保护目标和效果相适应，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前提下予以适用。

科学证据原则：设立海洋保护区需有坚实的科学证据，评估受保护生态系统、栖息地和种群等的潜

在威胁和风险。

区别保护原则：按照不同海域、生态系统、栖息地和种群等各自的特点，适用不同的管理工具予以

保护。

国际合作原则：各国及国际组织应在建立海洋保护区问题上加强合作。

中国在 BBNJ 框架下建立海洋保护区的立场与观点

结论

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13

中国立场中对于海洋划区保护的几大原则

保护与利用的平衡 （可持续发展原则）

科学依据 + 必要性 （vs 风险预防原则）

海洋保护区必须设置期限

公海大型海洋保护区决策的拖延根本原因是无法判断保护区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这方面需要来自科学

界的能力支持包括：

解读他国提出的保护区方案，识别利害，提出修改意见的能力

自主提出各国可以接受的公海保护区方案的能力

为大型 MPA 这样缺乏国内决策支持的议题争取思考的时间。



大海洋生态系规划方法与实践——以黄海为例
朱争光

大海洋生态系（Large Marine Ecosystem, LME）主要位于沿岸近海，是全球初级生产力最高的

区域，渔获量占全球产量的 80%，受人类利用强度大，受外来干扰重，是海洋治理的主要关切范围

和对象。目前有 22 个大海洋生态系得到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助，配套资金投资总额超过 60

亿美元，共有 110 个国家参与。亚洲的大海洋生态系包括黄海、南中国海、苏禄 - 苏拉威西海、印尼海、

帝汶海和孟加拉湾等。中国加入的区域海洋治理项目和机制有：黄海大海洋生态系（YSLME）、南

中国海、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PEMSEA）、东亚海协作体（COBSEA）和西北太平洋计

划（NOWPAP）。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由 GEF 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执行，参与国家为中国和韩国。

国内该项目的牵头机构是国家海洋局环保司、国际司和财政部国际司。此项目于 2005 年启动，

2007 年完成跨界诊断分析（TDA）， 2009 年签署战略行动计划（SAP），其后开展了实施 SAP 的

示范项目。

按照国际水域项目的要求，跨界诊断分析（TDA）过程由以下 4 个步骤构成：

    甄别和量化跨界环境问题，并优先排序；

    问题成因分析；

    跨界问题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机构、法律、政策和投资分析。

分析方法（五个模块）  ：

污染及生态系统健康、渔业、政府治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

分析过程 ：

进行黄海项目中跨界诊断分析时需要各工作组收集数据和信息，开展两次污染和渔业航次调查，通

过整理分析识别存在问题，分析因果链，并写出专题分析报告，汇总成黄海跨界诊断分析报告。

黄海项目中的跨界分析

战略行动计划（SAP）包括战略构思、战略规划和实施共3步。黄海大海洋生态系SAP于2009年签署，

战略共提出 11 个目标，以恢复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的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四方面的生态承载力，

黄海项目的战略行动计划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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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些目标都在实施当中：

目标 1：捕捞强度消减 25-30%；

目标 2：重建过度利用的海洋生物资源；

目标 3：改进海水养殖技术，缓解对环境的压力；

目标 4：履行国际污染物消减承诺；

目标 5：营养盐负荷降低到于 2006 年水平；

目标 6：海洋垃圾降低到基线水平；

目标 7：海水浴场和其他海洋休闲用水的水质达到国家标准；

目标 8：提高对生态系统包括濒危、特有物种变化的认识和预测水平，实施适应性管理；

目标 9：稳定并改善海洋生物以及濒危和特有物种的种群分布和遗传资源；

目标 10：严格执行 2007 年及其后颁布的标准和法规，维持栖息地的保有量和健康状况；

目标 11：降低引进物种的影响。

区域机构保障：区域范围内的机构保障由成立的区域工作组实现。区域工作组是一种惯常的实施大

海洋生态系 SAP 的组织形式，负责 SAP 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和科学问题，制定实施方案。 黄海 LME

项目二期设立了污染、渔业、养殖、生境、监测评估和治理六个工作组，并设立管理、技术和科学组，

向委员会和区域工作组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

实施战略行动计划的保障机制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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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机构保障：国家层面机构保障由多项机制共同实现：

1）国家战略行动计划，中国和韩国均参与编制；

2）部级协调机制，成立了以海洋局、财政部、农业部、外交部等为主的部际协调机制；

3）国家工作组，由国内根据区域工作组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共同组建；

4）机构、规章、制度的调整；

5）资金机制，如 SAP 提出建立实施 SAP 的资金机制。 

联合国项目包括 GEF 项目的实施，参与国家彼此间的信任、兴趣和利益，是维持区域海洋以及环

境治理长久合作关键，同时项目在中国的落地推进与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参与。项目实施过程

中科技支撑包括科学家的参与（黄海项目是通过区域工作组和国家工作组的形式）是实施基于生态

系统的大海洋生态系适应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的参与，

为黄海项目的实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大海洋生态系的管理能够避免国家层面、部门和地方协调的

复杂程序带来的低效率，同时也对在地区层面的区域合作机制和从上到下的协调机制建立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这样的做法和实践也在制度上确保发挥 GEF 资金“种子力量”，为中国积极参与区域海

洋治理乃至全球海洋治理提供范例。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概况
王亚民

我国海洋动物种数约 16000 多种，含无脊椎动物约 12900 多种，脊椎动物约 3000 多种，占比分别为

80% 和 20%。脊椎动物中包括洄游性和河口脊椎动物，其中鱼类占主要部分，海鸟约有 180 多种，哺

乳动物为 39 种左右。

我国许多海洋生物处于濒危状态，甚至带鱼都有可能变成濒危物种。按照 1988 年的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名录，国家级水生保护动物是 200 种（类）左右，如今数量已有明显增加。除了一些食物链顶端的生

物以外，大多数生物都临近灭绝，如大黄鱼、小黄鱼等，情况不容乐观。国家一级保护的海洋动物大概有

五种，包括儒艮、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红珊瑚和黄岛长吻虫，其中儒艮和黄岛长吻虫几乎绝迹了，故真

正有保护价值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仅为剩下的三种。我国珊瑚礁被破坏率高达 80%，中国南海海域内

程度最为严重。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在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与海流温度有一定的关系，以河口为主，共有十个：1）中朝边境的鸭

绿江口，此处候鸟较多；2）辽河口，此处斑海豹和鸟类较多；3）山东半岛，如烟台和威海，鲸类大多从

此处洄游；4）黄河口，此处有大型保护区域；5）长江口，此处有许多特有物种；6）舟山渔场，包括钱

塘江口；7）闽江口，此处与福建特有的地形和水温情况有关；8）珠江口，此处濒危物种较多；9）广西

北部湾区域；10）南海诸岛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及其保护

图：濒临灭绝的儒艮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ynard/25626420464

图：前往南海捕鱼的渔船
https://safety4sea.com/annual-fishing-ban-lifted-in-south-china-sea-from-16-august/

捕捞是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因素，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争议较大。中国是世界上的捕捞大国，渔

船最多。由于捕捞强度太大，大黄鱼、小黄鱼等曾经非常常见的重要经济鱼类，即海洋中具有重要开发

利用价值的鱼纲动物，如今均已成为濒危鱼类。目前资料表明，我国渔业资源正在衰退，许多鱼类的体

长、体重都在减少，处于高危险的境地。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与国际合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制定国家保护动物名录、制定休渔与减船制度、

建立各种保护区和保护站、制止非法贸易、救助和人工孵化等等。近年中国发起了中华鲟保护行动、长

江江豚保护行动、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等，同时成立了许多联盟以保护海洋哺乳动物。中国建立了 108

个保护区，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涉及海洋、林业、环保、农业、国土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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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与海流温度有一定的关系，以河口为主，共有十个：1）中朝边境的鸭

绿江口，此处候鸟较多；2）辽河口，此处斑海豹和鸟类较多；3）山东半岛，如烟台和威海，鲸类大多从

此处洄游；4）黄河口，此处有大型保护区域；5）长江口，此处有许多特有物种；6）舟山渔场，包括钱

塘江口；7）闽江口，此处与福建特有的地形和水温情况有关；8）珠江口，此处濒危物种较多；9）广西

北部湾区域；10）南海诸岛区域。

捕捞是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因素，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争议较大。中国是世界上的捕捞大国，渔

船最多。由于捕捞强度太大，大黄鱼、小黄鱼等曾经非常常见的重要经济鱼类，即海洋中具有重要开发

利用价值的鱼纲动物，如今均已成为濒危鱼类。目前资料表明，我国渔业资源正在衰退，许多鱼类的体

长、体重都在减少，处于高危险的境地。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与国际合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制定国家保护动物名录、制定休渔与减船制度、

建立各种保护区和保护站、制止非法贸易、救助和人工孵化等等。近年中国发起了中华鲟保护行动、长

江江豚保护行动、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等，同时成立了许多联盟以保护海洋哺乳动物。中国建立了 108

个保护区，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涉及海洋、林业、环保、农业、国土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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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中国仍需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国家需加强执法行动，减少非法黑市

贸易；同时还需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加国际行动；除此之外，国内需开展宣传教育，提升百姓意识以

及渔政人员和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中国需加强科学研究与保护资金投入，建立保护与研究机构，

多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考察，从而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

本手册由创绿研究院根据“大型海洋保护区设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报告内容翻译、整理

形成，感谢报告人提供内容并参与修改，感谢海因里希 · 伯尔基金会对手册设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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